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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战国末期茶道的政治性

□黄霄龙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又称安土桃山时代或者织丰时期）是日本中世到近世的过渡

期。在这个时期，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把茶道多方面地运用在政治与外交中，以千利休为代表的

茶人们也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千利休的剖腹自杀也直接受丰臣政权的局势的影响。茶道作为

国家级别的仪式，代表着该时代新兴的艺术文化。在新政权确立的过程中，当权者对茶道的掌控

意味着其文化权威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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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所讨论的日本茶道的时间范围为日本战

国时代的末期（16世纪后半叶），即政治

史上的织丰时期，文化史上的安土桃山时

代。那时，以“下克上”为特征的战国乱世已经接

近尾声，以“天下布武”为口号的织田信长逐步击

败与己为敌的大名，并镇压百姓武装，扫平寺院势

力，把统一全国提上日程。他的后继者丰臣秀吉承

其霸业，基本征服了全国，并得任史上首位武家出

身的关白与太政大臣。

  同时，日本的文化进入了安士桃山文化时代。

这种文化以豪华绚烂著称，无论是庄严雄伟的城

池，还是金碧辉煌的绘画，都诠释着这一时期文化

上的华丽璀璨。与政治文化鼎盛相呼应的是，草庵

茶道初具雏形。那时，日本的茶道已经逐渐脱离了

书院茶的形式，处于草庵茶的形成过程中。关于草

庵茶的形成，滕军指出：“堺市商人通过参与中日

贸易发了横财，在大量占有中国精品文物的物质基

础上，在承袭了足利幕府的书院茶道的文化价值观

的前提下，在利用茶会进行商贸交易与政治交易的

实际需求下，一部分豪商由商人摇身一变成为茶

人，成为日本草庵茶道的先驱，促进了日本草庵茶

道的初步形成。”[1]堺市的豪商们在嘈杂的都市中

追求一份宁静，特意在居所中搭建起狭小的草庵，

用作茶室，并设计了与之相应的小庭院，独享闲寂

之趣。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日本茶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对日本茶道的发展史与作法的概括

性介绍；中日之间有关茶的交流史；日本茶道的精

神内涵，特别是与禅宗的关系。然而，对日本茶道

与政治之关系的研究还未见成果。事实上，在足利

幕府时期的书院茶道中，茶道具（当时被称作“东

山御物”）就已经是将军权威的象征。到了战国时

期，各大名竞相购买从幕府流入民间的茶道具，织

田信长与丰臣秀吉更是热衷于收集各种珍贵的茶道

具，并把茶道用作政治与外交上的仪式。以千利休

为代表的茶头们的身份也不仅仅是茶人那么简单，

他们甚至得以参与政治权力的中枢。另外，关于千

利休剖腹自尽的原因，一直都是众说纷纭，其真相

就与当时的政局形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难发现，在战国末期这大约半个世纪里，茶

道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将论述织田信长与

丰臣秀吉是如何把茶道用于政治上，并探讨千利休

之死的原因。揭示茶道在当时所被赋予的政治性，

理清茶道在政治上所发挥重大作用的原因，都有助

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日本茶道的历史与本质。

  一、织田信长的“茶汤之御政道”
  永禄11年（1568），信长向和泉与摄津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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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征收“矢钱”，用作军事费用，其中向摄津的

石山本愿寺征收五千贯，和泉的堺市则要两万贯。

本愿寺顺从地交纳了，但是堺市的会合众（掌握着

堺市的自治权的团体）拒绝了信长的要求。然而，

会合众中的小部分人却认为应该缴纳这笔钱，与信

长和平相处，才能换来堺市的安宁，其中一名叫今

井宗久的商人则到京都去拜访信长，并献上自己珍

藏的“松岛”茶壶与“绍鸥茄子”茶叶罐，以示自

己归顺之心。据说，信长开始热衷于收集各种珍贵

的茶道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这里需要重点论述的是，信长收集这些茶道

具，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收藏欲望，更是出于要把

这些茶道具利用在自己的统一大业上的想法。前面

提到，从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东山时代

开始，各种珍贵的茶道具本身就是将军威严的象

征，是附加了政治价值的美术品。“信长像以前的

足利义政一样，把这些东西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从

这里可以看出，‘掌握天下之大权者，必拥有天下

之名物’这种意识的巨大影响。”[2]对信长而言，

这些珍贵的茶道具无疑是增加自己政治威信的砝

码。Herbert Plutschow指出，信长十几年来都在收

集各种珍贵的茶道具，在这个过程中，献茶道具这

种行为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表示自己降伏之意的

仪式[3]。从这点来说，经过了织田信长的时代，茶

道具本身所带的意义与其应用的方式，相比于足利

将军的“东山御物”的时代已经扩大了。不仅仅是

通过展示茶道具来展示自己的权威，作为一种投降

或者讲和的手段，茶道具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然而茶道的用处并不止于此，信长还把收集来

的茶道具作为赏赐，赠给自己的家臣，另外，信长

还准许部分家臣举行茶会，通过这些方式来增进主

仆之间的关系，加强家臣间的凝聚力。比如，当丰

臣秀吉被恩准得以召开茶会的权利时，其感恩涕零

的心情可以通过下面这封信件了解到。“（由于信

长大人的周旋）以茶道具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器物

已经备齐。（在织田政权内部）茶道已经成为政

道，特别是对于我们，得以不再被禁止举行茶会，

这样的事来世今生都将铭记于心。”[4]可见，对于

信长来说，茶道在其统制家臣之时也是起到了不小

的作用。这个史料中所出现的“茶汤之御政道”，

恰恰说明了在信长的霸业中茶道所发挥的作用。然

而，秀吉的这封书信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即当时不是信长的所有家臣都有举行茶会的资格

的。对于信长来说，茶道已经成为一种展示自己的

权威的仪式，一种外交的手段，而不再是一种普通

的艺术了，所以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管制，来保证

自己权威的正统性。

  

  二、秀吉的“天下静谧”与茶道
  相比于信长，也许是受千利休的影响，秀吉与

茶道的关系更是紧密。他在各种场合频繁地召开茶

会，以此来向朝廷、民众、武家展示自己的威信。

  天正13年（1585）7月，秀吉受正亲町天皇封

为关白。关白是朝廷官位的顶点，这样一来，秀吉

名符其实地成为了“天下人”。作为回礼，同年10

月，秀吉史无前例地在宫中举行了茶会，在小御所

亲手为正亲町天皇点茶。这次茶会的意义可谓非

凡。出身百姓的秀吉得以亲手为天皇点茶，不仅仅

为他在朝廷中树立了极大的威信，更重要的是，这

次茶会让天皇也接触到了茶道。在这之前，茶道只

是在市民与武家阶层中盛行，通过这次茶会，茶道

开始被朝廷贵族们所接受。在文化的层面上来说，

一直处于劣势的武家通过茶道向朝廷“入侵”，文

化上的地位也会有所上升。

  秀吉还把参与茶会的对象扩大到一般的平民百

姓，这点较于信长来说可谓是极大的进步。天正15

年（1587）10月，为庆贺镇压九州成功，秀吉在京

都北野树林（上京区）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茶会。当

时在京都、奈良、堺市等主要城市的路口与桥上的

布告板上，都有秀吉的通告。通告内容有七条，值

得注意的是以下的内容：“第二条，无论是家臣，

商人，还是平民百姓，所有爱好茶道之人都来参

加。带上茶釜一只，水桶一只，碗一只，没有茶的

人可以带上米粉糊也无妨，务必出席。”“第六条，

这次的名器展示与茶会，是秀吉怜悯贫民与贫困的

茶道爱好者而特别策划的，不出席此次茶会者，今

后连米粉糊也不许摆弄。其他人也不能拜访不参加

此次茶会的人，更不能与其接触茶道。”[5]从这些

通告的内容不难发现，秀吉意欲通过这次茶会在

百姓中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关于北野大茶会的意

义，矢部良明指出，这次茶会充分展现出了秀吉独

特的人文精神，身份制度中的平等团圆是存在的，

茶道是超越贵贱的，秀吉通过这次茶会证实了这

一点[6]。然而，笔者认为这里的“平等”是有前提

的。与其说是茶道面前人人平等，不如说是在秀吉

举办的茶会上，平民与贵族是平等的。之所以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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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原因有二，首先，虽然出身贫贱的秀吉通过这次

茶会极力展示自己亲近民众的一面，但其居高临下

的姿态与此次茶会的强制性都证明了秀吉自身是立

于“平等”这个框架之外的；其次，这次茶会既有

贵族趣味，也带有平民性，故笔者认为这里的“平

等”是指，平民与贵族在茶道艺术面前不分高低贵

贱。总的来说，虽然秀吉的“平等”是有条件的，

而且之后他也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意欲确定身

份等级制度，但是就这次北野大茶会来说，秀吉确

实意在通过茶道来表现自己体恤关爱民众之情。

  茶道还起着化敌为友的作用，在这其中，茶人

所发挥的“牵线人”或者“调解人”的作用也是不

可少的。秀吉与伊达政宗之间的交往就是很好的例

子。天正18年（1590），秀吉出征关东地区的小田

原，讨伐拒绝归顺他的北条氏政，同时，秀吉向在

东北地区势力庞大的伊达政宗发出命令，要求其来

助阵。其实这是对伊达氏的一种变相劝降。然而伊

达政宗却姗姗来迟，等到秀吉基本已经攻下小田原

时他才来到军营中，秀吉为此十分恼火。千利休为

了尽量避免秀吉与政宗交战，做足了外交工夫。最

后如秀吉所愿，政宗对其俯首称臣，秀吉对政宗的

态度也逐渐好转。这其中茶道所起的作用可以从史

料《伊达氏治家记录》中的一则记事得知： “关

白所派遣的使者到达后，大人（政宗）对使者所问

一一作答。政宗大人亦向他们转达自己的请求：若

此番和解成功，望能与关白一同，出席利休在小田

原所开的茶会，并请教有关茶道之事。听闻此事

后，关白作了如下回复：像政宗这样草民出身的大

名，在如此危机的状况中，竟也能大胆表达这样的

请求，实在值得钦佩。由此可见政宗性情之良好，

这样的人今后怎么会成为我们的敌人？”[7]笔者认

为，从这则史料可以推测出以下三点。第一，茶道

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武家阶层所推崇的文化，茶人

是十分受武将们敬重的；第二，即使是相互对立的

敌人，在茶会中也都会抛开敌意，专注于茶道；第

三，茶道作为一种注重“和”的仪式，在双方讲和

谈判的过程中，对促进结盟是起着极大的作用的。

相比于好用强硬的暴力手段的信长，秀吉则更善于

运用外交手段，尽量避免与敌人直接交锋，追求的

是“天下静谧”， 所以茶道对于他来说可谓是最

重要的外交仪式。

  三、千利休之死
  受秀吉之命，天正19年2月28日（1591），千

利休剖腹自尽，享年70岁。关于利休之死因一直是

众说纷纭。按照时间划分的话，当时的史料的记载

主要有三个说法，而现在的学者的意见主要有两

种。前者主要是：出自于利休的孙子山田宗偏所著

的《茶道要录》中的“大德寺木像之说”，利休在

大德寺山门上放置了一尊自己的木像，秀吉认为这

是一种大不逊的行为；“哄抬名器价格之说”，利

休对茶道具进行了鉴定与评价，这就导致了这些道

具的价格暴涨，打乱了秩序，这种说法在《茶道要

录》与《多门院日记》中都有记载；“利休女儿阿

吟之说”，据江岑宗左的《千利休由绪书》，秀吉

看上了利休的女儿阿吟，想纳为侧室，但是被利休

拒绝了，这让秀吉勃然大怒。以上都是文献史料中

有记载的说法，而现代的学者们主要持以下两种意

见，一种是认为利休得罪了秀吉的重臣石田三成，

所以被设计除掉了，这主要是从政治上分析的观

点；另外一种是认为利休和秀吉在茶道理念上的分

歧日益加深，而利休作为代表着国家级仪式的茶道

的宗匠，这样的反叛是不被允许的。

  笔者认为，后面两种说法很有道理，而史料上

的记载则更像是导火线。要理解利休之死，首先下

面两点是要重点考虑的。第一，利休在丰臣政权中

的身份。在织丰时代，信长与秀吉的茶人们从来都

不只是限于茶人的身份，他们很多是豪商出身，还

是信长与秀吉的军火提供商，在战乱爆发之时，还

起着为这两人拉拢堺市的民众之心的作用。而利休

更可谓是秀吉身边的“秘书”。虽然利休并没有直

接过问军政大事，但却掌管着国家级别的茶会，负

责联系与主持与敌方的谈判，负责书信传达秀吉的

旨意。丰后的大名大友宗麟对利休当时的地位有种

这样的评述：“利休主内事，秀长主公事，万事皆

可顺利也。”利休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

人，后来甚至已经进入了丰臣政权的中枢，这就决

定了他的茶道理念必须是为秀吉的政治理念服务

的。第二，秀吉对利休的“佗茶”的接受方式及

其变化。利休的“佗茶”所提倡的精神可以概括为

“求平等，求朴素，重修行”，这从他所创造的茶

道具与狭小的茶室中都可以反映出来。至于秀吉对

于茶的理解，矢部良明认为是“遵从自我的个性，

自由不羁，不受拘束，随心而动”的[8]，另外，从

秀吉引以为豪的黄金茶室及其豪华绚丽，大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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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茶道服饰中可以看出，秀吉所偏爱的是能带来

视觉上的冲击，求新求异的茶道，并且是与自己的

权力与财富相符合的。那么，秀吉对于利休的茶又

是怎么样的态度呢？笔者认为，虽然两人的理念相

去甚远，但“受到千利休、津田宗及等以‘闲寂’

为理念的茶人影响，秀吉也深深地被‘佗茶’所吸

引”，[9]并且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否则利休一介茶

人无法在短时间内让“佗茶”集大成。秀吉在大坂

城、聚乐第、伏见城、名护屋城等各处重地中都建

造了草庵风的茶室，这便是对利休的支持的最好证

明。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利休所提倡的“平

等”是有助于秀吉赢得民心的，比如北野大茶会。

反过来，利休对于秀吉的茶风，虽然心里肯定会有

几分不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同，并且在

表面上还是进行了妥协的。

  1582年的本能寺之变后，秀吉逐步扫平自己的

敌手，确立了自己作为信长的继承人的地位。这是

一个在百姓中不断确立自己的威信与声望的过程，

在这段时期里，“平等”是一个有用的口号，所以

利休的“佗茶”多少还是与秀吉的政治理念相通

的，两人对茶的理念虽然存在差异，但都还能找到

一个妥协的点。北野大茶会就是两人合作的高峰，

但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妥协。1590年，秀吉顺利收

服北条氏与伊达氏，统一霸业已近尾声，下克上的

战国已经结束。在这段时期，秀吉发布的缴刀令，

检地等政策，无一不是为了彻底杜绝下克上的风

潮，确立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建立起新政权的根

基。此时，与身份等级制度格格不入的“平等”理

念就失去了最后的容身之处，而利休作为掌管国家

仪式的人，只有妥协这条路。但深受禅宗思想影响

的利休却不愿意折腰，也断然拒绝求生的可能，故

只有绝路一条了。

  像这样，把利休与秀吉的交往和两人对于茶的

理念放在整个时代进程的背景下，利休之死的原因

也就更加清晰明了了。

  四、对战国末期茶道的政治性之总结
  上文从信长，秀吉，利休这三个人的角度讨论

了茶道与政治的关系。在信长的时期，茶道的利用

还是比较有限的，茶道主要被运用在织田政权的内

部，信长虽然也常举办一些茶会，但参加人员基本

只限于堺市的掌权者，人数也只有十人左右。到了

秀吉的时期，茶道成了最重要的外交仪式，秀吉将

其应用在与朝廷、武家与民众的交往中，以树立自

己的绝对权威作为最终目的。在这其中不得不提及

的就是利休与秀吉的关系，对于秀吉来说，利休不

单单是茶人，还是被社会承认的一流艺术家，让他

侍奉自己，可以大大的增加自己在文化上的力量与

威信，弥补他因出身下贱而带来的自卑心理；反过

来，对于利休来说，自己得到“天下人”的赏识与

支持，对他完成与推广自己的“佗茶”都是至关重

要的。一个是在政界的“天下人”，另一个是文化

界的“天下人”，各自的价值都需要对方的存在来

帮助实现。但安土桃山时代的文化特色是“权威、

财富、享乐[10]”，其中“财富”与“享乐”在秀吉

的时期又是最明显的。而利休所推崇的“佗茶”的

理念却是与“财富”和“享乐”相对的另外一个极

端。这正是石田一良所指出的桃山文化的两面性，

即,人们一方面向往着辉煌的黄金文化与豪华壮丽

的美，另一方面却也被草庵茶所吸引。“但是，豪

华与闲寂、物质性与精神性、外向性与内向性，

这两个极端间的平衡随着时代的发展，最终被打破

了”,秀吉与利休的合作与妥协也是如此，最终在

时代进程中破裂，并以利休之死而告终。

  战国末期的茶道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是巨大

的，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堺市、博多、京都等地出身的茶人们本

身就是势力庞大的豪商，他们的协助是信长、秀吉

成就霸业的重要砝码。例如，参加北野大茶会的人

中有一名叫坂东屋道有的奈良商人，他与伊达政宗

交情深厚，甚至可以影响政宗的政治决策。对于当

时还未把伊达氏拉入己方的秀吉来说，能让坂东屋

道有来参加北野大茶会，对拉拢伊达氏是很有帮助

的。再如，博多的豪商神谷宗湛、岛井宗室等人，

在秀吉攻克九州的时候给予了极大的协助，他们后

来甚至还为秀吉意欲进攻大明出谋划策。正如朝尾

直弘所指出，茶道把利害关系凝聚为艺术，将欲成

天下霸业的秀吉与谋求扩大通商圈的商人牵在了一

起。[11]

  第二，权力者借茶道向世人炫示权威与财富；

而茶道重“和”，是外交谈判手段的最佳选择。正

如本文在一、二节中所论述，从信长的“茶汤之御

政道”到秀吉的“天下静谧”，虽然两人的手段与

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展示

名器或黄金茶室，让参观者叹为观止，感受到财富

的巨大震慑力；把名声在外的一流茶人（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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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有一定威望的人）收为侧近，向世人展示自

己至高无上的权力。

  第三，茶道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对新的执权者来

说是不可或缺的。不单是茶道，我们还可以把视野

扩大到所有艺术文化，思考它们在中世到近世的过

渡期里所发挥的作用。朝尾直弘认为，茶道与连

歌、能、狂言等一样，相比于传统的贵族文化，属

于新兴的艺术[12]。在这个过渡期里，历来以京都

为中心地的贵族文化面临着被再次规范的命运。信

长，秀吉，家康这三位“天下人”深知京都的贵族

文化的权威力量。特别是秀吉，“与利休和宗及他

们一起点茶，表现自己既是文化的规范者也是文化

的保护者之形象，还成功地向地方的大名们灌输了

‘京都的文化无与伦比’这样一种意识。并且向百

姓们宣传：能承此大任者唯天下人秀吉。”[13]而

这其中就是靠着利休作为文化的权威的光芒所实现

的。秀吉虽然凭实力取得了天下，但农民出身的他

还是需要通过茶道为主的各种文化艺术，来展现自

己拥有一统天下的资格与素养，一来减少自己的自

卑，二来确立自己在文化上的“公权力，借文化之

力来巩固政权。

  到了接下来的江户时代，茶道继续在各藩的大

名中普及，成立了比如千家，石州流等各种流派，

他们都做了各藩大名的茶头，这是新的文化与新体

制下的权力者的结合。无论是在中世还是近世，茶

道与政治之间都是切不断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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